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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发展历程

3

1、互联网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后
期到70年代的初期，当时美国国防部实验室将部门
中的主要计算机联结起来，并采用一些规则来实现用户间的信
息交换。

2、这是互联网的诞生雏型，到了1972年，这个系统已经

连接了5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主机。但是互联网的真正发展开

始于1985年。

3、1986年，北京市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实施的国际联

网项目，中国学术网启动，其合作伙伴是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

1987年9月，CANET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内正式

建成中国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于9月14日
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揭开
了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序幕。



搜索引擎的类型及搜索引擎的搜索

常规搜索引擎

专业搜索引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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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式

有自己的检索程序，

俗称蜘蛛程序或机器

人程序，并自行建立

网页数据库，搜索结

果就直接从自身的数

据库中调用。谷歌、

百度、360、搜狗等。

主要有3大类

目录式

目录搜索引擎虽然具

备搜索功能，但严格

的说并不是搜索引擎，

仅仅是按照类别向用

户展示相关网站列表

的普通网站。雅虎、

很多购物网站。

元搜索引擎

元搜索引擎在接受用户查

询请求的时候，会同时在

其他多个搜索引擎上进行

搜索，并将结果返回给用

户，著名的元搜索引擎有

Dogpile等。

搜索引擎类型：按工作方式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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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聚合谷歌、雅虎、Yandex和其他流行的搜索引擎结果的元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类型：按搜索的信息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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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搜索引擎

可以搜索日常工

作、学习和生活的

所有信息，如百度、

谷歌、搜狐等。

专业搜索引擎

专门针对学术文献

开展的搜索引擎，如

谷歌学术、百度学术、

必应等，还有学科的

专业搜索引擎，如医

学专业的搜索引擎。

主要有2大类

https://wenku.baidu.com/view/e8c30539580216fc700afd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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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现该提示，任选一个搜
索引擎即会返回结果。该搜索
引擎非常重视对个人隐私的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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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https://www.baidu.com/）只有想不到的，没有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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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aidu.com/


谷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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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特种文献的搜索：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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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特种文献的搜索：统计资料（统计局，年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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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特种文献的搜索：统计资料（统计局，年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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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方
统计机构、统计
平台或网站。



针对特种文献搜索：科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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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r.lib.tsinghua.edu.cn/taxonomy/term/44


检索技术

文献类型. 位置算符

布尔逻运算符精确检索.



1. 不同的文献类型文献的查找：可直接用高级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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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直接用命令：filetype:pdf （LaTex and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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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直接用命令： filetype:doc （LaTex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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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直接用命令： filetype:xls 数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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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直接用命令： filetype:ppt LaTex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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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type：文献类型（PDF,DOC,EXCEL,PPT) 检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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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DOC

EXCEL

PDF

• filetype:doc LaTex .

• ……

• filetype:xls LaTex ……

• filetype:doc LaTex ……

• filetype:ppt LaTex ……



2. 位置算符：限制检索词出现在文献不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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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检索词出现在题目中：title: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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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检索词出现在网页地址中：inurl: 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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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逻辑运算符：逻辑与，中文词与词之间为空格，英文为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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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逻辑运算符：逻辑或，中文词与词之间为“|”，英文为“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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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逻辑运算符：逻辑非，中文词与词之间为“-”，英文为“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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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确检索：双引号“”或书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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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确检索：“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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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确检索：“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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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词技术：把检索表达尽量拆分成最小单位的概念，而后再不
同程度地进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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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技巧总览：https://www.sohu.com/a/413919152_12044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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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ohu.com/a/413919152_120445482


如何实现更精确的检索？综合应用多种检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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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在文档的题目中同
时出现三个词（搜索引
擎，专业，医学）的
word文档：文献类型
and 位置算符 and 逻

辑运算符



如何实现更精确的检索？综合应用多种检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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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在特定网页中的
PDF文档：文献类型 and 

位置符



检索实例演示



3.1 搜索引擎主要查啥？

主
要
任
务

事
实
型

数
值
型

直接提供可
用的事实为
目的。

以日期、时
间、阿拉伯
数字、长度、
高度、重量
等表达的信
息。

 1.字、词
 2.名词术语
 3.人物、机构信息
 4.地名、地图信息
 5.图像、视频、文件等资料信息
 6.百科知识
 7.产品资料信息
 8.考试、求职信息
 9.统计资料
 10.数值、公式、规格、条例、专
业知识

 11.历史事件、年代和日期
 12.实用工具
 13.……



实例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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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字、词：黐魑魅魍魉赑襥龇戮髎獬鳓齕觳霾，不明觉厉，和光同尘，被褐怀玉

 2.名词术语：分子育种，太空育种，转基因，人工智能……

 3.人物、机构信息:
 4.地名、地图信息:
 5.图像、视频、文件等资料信息:
 6.百科知识
 7.产品资料信息
 8.考试、求职信息
 9.统计资料
 10.数值、公式、规格、条例、专业知识
 11.历史事件、年代和日期
 12.实用工具
 13.……



3.2 针对科研课题，搜索引擎能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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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分析1：章鱼胺对桔（橘）小实蝇雌成虫产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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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概念

桔小
实蝇

章鱼胺 成虫
产卵

概念拓展：
桔（橘）小实蝇，（界门纲目科属种），离腹寡毛实蝇属（ Bactrocera ），实蝇科

(Tephritidae)

概念组合：
章鱼胺and 桔小实蝇 and 成虫产卵（完全契合）
章鱼胺and （桔小实蝇 or离腹寡毛实蝇属）and 成虫产卵(范围扩大）
或者 章鱼胺and （成虫产卵 or 昆虫产卵）(范围扩大）
章鱼胺and (桔小实蝇 or离腹寡毛实蝇属 or 昆虫） （进一步扩大范围）



找概念：章鱼胺是什么？相关概念有哪些？用哪些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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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同义词，英文表达：
章鱼胺，奥克巴胺、真
蛸胺，octopamine，

OA



找概念：桔小实蝇是什么？用哪些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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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同义词，英文表达：
桔小实蝇，橘小实蝇，柑橘小实
蝇，东方果实蝇针锋，果蛆，黄
苍蝇，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查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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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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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献：扩大范围（上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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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献：扩大范围（上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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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分析2：劳动与社会保障人才社会需求与供给匹配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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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概念

社会
需求

劳动与
社会保
障人才

供给

概念拆分：
劳动与社会保障人才=劳动与社会保障 and 专业人才

概念组合：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 and 社会需求 and 社会供给（与委托方需求完全相同)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 and (社会需求 or 社会供给 or 供需 or 需求 or 共给)(范围扩大）
劳动与社会保障 and 专业人才（进一步扩大范围）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Professional



找概念：劳动与社会保障人才是什么？用哪些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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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同义词（长词切分组
合），英文表达：
备注：
人文社科类的概念描述与表
述不能有歧义。

新经济背景下劳动与社会保
障专业人才供求分析



找概念：劳动与社会保障人才是什么？用哪些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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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同义词
（长词切分组
合），英文表
达：



研究文献查找：是什么？用哪些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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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献查找：是什么？用哪些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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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若找到的结果与需求不

符合，则仔细考量专业需
求，考虑地区或国家对事
物理解的差异，琢磨出更
贴切的概念，并用专业的
词表达出来。



拟用的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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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

谷歌

其他（查找

搜索引擎）

常规
百度学术

谷歌学术

必应

专业



反思：开放、海量网络信息下的信息真伪辨析

www.islide.cc 57

1.权威机构

2.不人云亦云，不信谣传谣，用思辨思维反复

考证,小心求证



Thanks

邓智心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信息部


